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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武武全全力力排排查查整整治治隐隐患患

本报成武10月30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通讯员 胡国
栋) 10月22日上午，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王梦琳同志
在全市安全生产紧急会议之
后，听取了县安委办主任、安
监局长程晔关于近期安全生
产隐患排查治理集中行动的
汇报，指出要立即开展“召开
一个会、搞好两个培训、做好
三个层面的督导”工作，落实
市紧急会议精神，强化各行
业领域主管部门落实“三个
必须”自觉性、主动性，深化
开展风险隐患“大快严”活
动，全力排查整治隐患，做到
全覆盖、零容忍。

随即，安委会成员单位
会议召开。10月25日下午，县
安委办主任程晔召集住建、
公安、经信、交通等20余家安
委会成员单位分管负责人，
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贯
彻市安全生产紧急会议精神
和县安全生产重要工作部
署，落实“召开一个会”。

“搞好两个培训”一是对
风险隐患双体系建设工作再
培训，要求各企业加大员工
培训力度，让员工具有风险
隐患及管控措施达到数量掌

握、手指口述能力，切实提高
员工安全素质；二是针对化
工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开展班组长以上人员的安全
培训，对存在的共性问题和
个性案例要分析原因，提出
解决方案。

后“两个培训”展开，即
10月26日上午，成武县安监
局对全县双重预防体系运用
企业进行建设工作再培训；
10月27日上午，组织全县危
险化学品班组以上人员200
余人，邀请省级专家张思佩
老师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
行再培训。

“做好三个层面的督导
工作”一要做实对各行业领
域主管部门“三个必须”工作
落实的督导工作；二要做实
对属地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情况的督导工作；三要做
实对重点企业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的督导检查工作。随即，
开展了督导孙寺镇安全生产
工作；10月26日，县林业局督
导检查孙寺镇木制品加工企
业安全生产工作；10月26日，
经信局、交通局、交警大队、
安监局等联合督导检查危化
品储存、运输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菏泽10月30日讯(记者
王雅楠) 近日，壹粉尹女士

向齐鲁晚报官方客户端齐鲁壹
点情报站发来消息，称菏泽开
发区创大健身中心近一个多月
无法正常经营，健身中心负责
人声称整修，并多次保证在许
诺的时间内继续营业，均没有
实现。目前已有几百名消费者
集体要求退款。

“我上一年办的卡，最近才
开。一开始私教课还能上，现在
连教练都没有了。”尹女士说，

“之前经常停水停电，10月1日
的时候说是装修，8号才开课，
后来还是没有教练，课也不能
上。最初办卡时候承诺的24小
时营业，也没有实现，前两天连
门都不开了。”

为了解详细情况，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位于龙
翔中央公馆大厦4楼的创大健
身中心。“8月份的时候就有异
常，健身房的器械区经常不
开，断水断电都是常事。”今年
6月份刚办了两张两年半卡的
邵先生称，“起初给我们说灯
坏了，修好了就能来健身，后
来又说是要装修，反反复复好
几次，始终无法正常营业。10
月份的时候，干脆6、7点钟就
关门了，大家白天都要上班，

只能晚上来，他这一关门，还
怎么锻炼。”

据了解，大多数消费者都
是今年办的卡，五年的，两年的
都有，有的甚至还没有开卡，部
分消费者购买的私教课也没有
上完。刘女士告诉记者：“一节
私教课130元，我刚上了十几
节，还有80节没有上，如果健身
房不能正常营业，我们要求把
钱退给我们。”

针对消费者反映的情况，
记者询问了创大健身中心的法
人候兆允。候兆允说：“健身房
之所以无法正常营业，一是因
为房租过高，二是因为团队管
理不善。房租的事情正在协商，
团队方面因为内部出现了问
题，现在正在找新的团对接
手。”对于消费者要求的退款问
题，候兆允表示，公司会出个通

告，承诺在10月31日前正常经
营，另延长每个会员一个月的
时间作为补偿。若不能正常经
营，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目
前拒绝退款。通告一出，多数消
费者表示不能接受。

根据目前情况，记者咨询
了菏泽市消费者协会。协会的
工作人员称，27日曾接到过群
众的举报电话，并尝试跟候兆
允进行沟通，但多次致电，均无
人接听，“我们会继续联系相关
负责人，对该事件进行协商。如
果还不能顺利解决，消费者可
以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找记者，上壹点！”来齐鲁
壹点情报站，随时随地@记者，
300记者在线等你。发情报爆料
上头条，百万红包等你拿！

菏泽一健身房经常停水停电，无法正常营业

健健身身房房歇歇业业，，数数百百消消费费者者欲欲退退款款

牡牡丹丹区区大大力力推推广广
企企业业全全员员安安全全培培训训

本报菏泽1 0月3 0日讯
(通讯员 孙明金 ) 近期，
牡丹区为有效推动企业安
全生产风险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促进企业全员安全培训内
容规范化、管理信息化、方
法现代化和监督日常化，采
取周密部署、全面动员、细
化责任、分片督导、定期调

度、执法检查等方式，在全
区大力推广企业全员安全
培训系统，力争在2018年年
底前，完成危险化学品、烟
花爆竹、涉氨涉尘等重点监
管企业和规模以上一般工
贸企业的推广工作，切实提
高员工安全素质和操作技
能，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
平。

本报菏泽10月30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德
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从菏泽市公共汽车公司了
解到，20路车辆线路调整，不
再途经东方红大街。

据悉，20路公交车从义
乌小商品市场按计划发出
后，因东方红大街道路拥堵，
造成到站间隔被动拉大，运
营品质和乘客满意度下降，
且东方红大街路段客流量较
小。经公司研究决定，11月1
日起，20路不再途经东方红
大街，暂停使用站点：牡丹区
中心医院、东方红大街双井
街东口、三角花园西。

优化调整线路走向为：
义乌小商品市场—黄河路—
西安路—八一路—解放街—
曹州路—青年路—三角花
园—双河路—八一路—八一
路人民路东口。

站点明细：义乌小商品
市场、开元塑料厂、付堤口
西、北方明珠西、凯兴天下西
门、水榭花都、第三人民医院
西、第三人民医院、清真寺街

北口、颐中烟草分公司南门、
菏泽一中、百货大楼、茶叶市
场、曹州路农贸市场、市水利
设计院、三角花园南、花都科
技城(汽车站北门)、双河路
牡丹路东口、八一路高平路
东口、八一路太原路西口、交
通警察支队、大剧院、南华康
城、八一路人民路东口。

试运营期间，将根据客
流情况进行调整。

注注意意！！2200路路公公交交车车线线路路调调整整了了

本报菏泽10月30日讯 (记
者 李德领) 为展示菏泽改
革开放40年来文化建设的成
果，丰富驻菏高校大学生的校
园生活，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
和写作能力，密切驻菏各高校
之间的联系，打造大学生文学
爱好者的写作品牌，中共菏泽
市委宣传部、菏泽市文联、菏
泽市作家协会决定举办纪念
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暨第二
届菏泽市大学生原创诗歌散
文大赛，征稿时间截止到11月
25日。

此次大赛以文学的形式，
记录改革开放40年来菏泽人
民群众以勤劳智慧谋幸福的
心路历程，书写改革开放时代

新篇，表现丰富多彩的大学校
园生活，展示大学生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征文必须是作者
尚未发表出版的原创作品，注
重思想性、艺术性的有机统
一。主题鲜明突出，基调积极
向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语言生动，内容深刻，富有
艺术感染力。菏泽职业学院、
菏泽学院、菏泽医学专科学
校、齐鲁工业大学菏泽校区等
驻菏高校全体在校生均可参
加。

征文体裁分诗歌和散文，
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
题，赞美家乡，讴歌青春，畅想
未来，作品内容健康向上，单人
投稿总数不超过三篇；参赛稿

件以word文档用附件发送至
大赛专用邮箱：dxszw2018@
163 .com，标题三号字居中，正
文宋体小四号字，行距1 . 5倍，
文末注明作者姓名、学校、年
级、专业、联系方式等个人信
息。参评作品必须是本人原创，
若出现抄袭现象，直接取消比
赛资格。征稿时间截止到11月
25日，截稿后，由菏泽市作家协
会组织有关专家和作家进行评
审工作。

据悉，此次大赛共设置一
等奖4名，奖金1000元+荣誉证
书；二等奖8名，奖金500元+荣
誉证书；三等奖15名，奖金200
元+荣誉证书，另有优秀奖若
干，颁发荣誉证书。

以以文文交交流流，，书书写写改改革革开开放放时时代代新新篇篇
第二届菏泽市大学生原创诗歌散文大赛开始征稿啦

本报成武10月30日讯(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孟凡涛)
10月20日中午，成武县市场

监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到群
众举报，称有人驾驶浙江牌照
的荣威小轿车并操外地口音的
中年男子正在成武县文亭街道
金海岸小区附近的门市销售假
南孚电池后，立即将举报内容

转交辖区文亭市场监督管理所
处理。

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并向正
在销售电池的吴某、梁某亮明
身份，经南孚电池厂家技术人
员现场鉴定，二人暂未销售的
28盒共计2800只电池全部为假
劣产品。

之后，执法人员对吴某、梁

某进行了反复的说服教育，并处
以6400元罚款，对尚未销售的假
电池全部查封，货值8000余元。
经过教育，两人一致表示今后一
定吸取教训，认真改正，守法经
营，绝不再犯。截至目前，案件在
进一步处理中。市场监管，打假
治劣，市民可拨打投诉举报电
话：12315 12331 12365。

卖卖假假南南孚孚电电池池，，两两男男子子被被罚罚66440000元元
打假治劣，市民可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 12331 12365

健身房里空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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